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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生命泉教会宣教计划 

缅甸·宣教计划 
因着缅甸军事政变的缘故，许多的村庄被破坏和烧毁，也导致许多缅甸的家庭和
村民被迫离开家园，躲在山洞和山区靠近有水的地方。但是这些水浑浊不干净，
他们用来洗澡，洗衣服和饮用，导致许多村名有肠胃问题，孩童身上长了毒疮。
因此生命泉教会宣教事工发起一项救援计划希望能帮助这些流离失所的缅甸人民
获得清洁的饮用水。 

· 短期计划：提供民生必需品 
· 长期计划：净水器（$450） 

 

筹款目标：我们需要购买75台净水器以提供干净的水。每台净水器可帮助100人
的需要，提供两年的清洁水。 

筹款金额：$33,750 （75个净水器 x 每个$450） 

 

赞助这项计划 

1. Paynow 

登入手机银行应用程序，扫描此QR码 
直接奉献给此缅甸宣教计划。 

2. UEN Number 

生命泉宣教事工RiverLife Missions Unique Entity Number (UEN): 
200100806DTNO. 

请注意最后一个字母是英文字母“O” 而非数字 “0（零）”。 

请在Bill Reference 注明 “MFH-Myanmar”，以帮助我们知道此奉献是给宣
教事工的缅甸计划。 

3. 银行转账 

RiverLife Church DBS Autosave 029-902431-0 | Bank Code: 7171 | Branch 
Code: 029 

请在 Reference 注明 MFH-Myanmar，以帮助我们知道此奉献是给宣教事工的
缅甸计划，否则将会被记录为“Tithe & Offering （十一奉献与奉献）”。 

 

 

 

MFH—MYANMAR 



参与生命泉教会宣教计划 

印度·宣教计划 
冠病疫情肆虐导致印度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许多家庭正在这场大流行危机中
挣扎求存。有很多的家庭或村庄已经超过10天没有食物吃。为了生存，他们卖掉
自己所有的，甚至是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开始看到自杀率普遍上升，因为他们已
经无法应付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生命泉教会宣教事工发起一项救援计划希望能
帮助这些极度贫穷的家庭。 

· 短期计划：预防胜于事后抢救。极度贫穷会促使家庭做出无法挽回的决定，
所以我们计划设立一个特别救援基金帮助这些极度贫穷的家庭，好让他们不
至于走上卖孩子、卖淫或或自杀的决定。 

  

筹款目标：我们希望提供50户极度贫穷的家庭，3个月每个月$100的援助金，以
发挥暂缓作用，让当地的牧者可以服事他们，试着为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案。 

筹款金额：$15,000 （50户家庭 x 每户$100 x 3个月） 
 

赞助这项计划 

1. Paynow 

登入手机银行应用程序，扫描此QR码 
直接奉献给此印度宣教计划。 

2. UEN Number 

生命泉宣教事工RiverLife Missions Unique Entity Number (UEN): 
200100806DTNO. 

请注意最后一个字母是英文字母“O” 而非数字 “0（零）”。 

请在Bill Reference 注明 “MFH-India”，以帮助我们知道此奉献是给宣教事
工的印度计划。 

3. 银行转账 

RiverLife Church DBS Autosave 029-902431-0 | Bank Code: 7171 | Branch 
Code: 029 

请在 Reference 注明 MFH-India，以帮助我们知道此奉献是给宣教事工的印度
计划，否则将会被记录为“Tithe & Offering （十一奉献与奉献）”。 

 

 

 

MFH—INDIA 



课程： 

洗礼课程 洗礼庆典 
日期：10月9日（周六） 
时间：下午1点至3点 
报名方式：请到柜台填写报名表格 
地点：二楼会议室 
简介：洗礼对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信徒需要接受洗礼? 
这个课程将帮助你明白有关洗礼的
重要圣经根据。 

日期：12月5日（周日） 
时间：下午1点半（胜利堂） 
 

加入大家庭 
日期：10月17日，24日（周日） 
时间：下午11点至12点半 
报名方式：请透过组长报名 
地点：二楼会议室 
 
课程目的：此课程会帮助信徒明白神对教会的呼召和心意, 
并了解信徒委身于一个教会的重要性。 
 
课程内容: 藉此课程, 
你也会更清楚认识生命泉教会的历史渊源和神赋予她的异象和使命。 
在课程结束时, 我们会向参加者说明成为会友的申请程序和应尽的责任。 
  
备注: 凡有意申请成为会友者,包括从其他教会转会者,必需是已经受过洗礼,  
且稳定参加本堂聚会和小组半年以上。 



报告事项： 

欢迎你参加小组！ 

在信仰的旅程中，你是否独自一人？我们鼓励你参加小组。透过基督徒
的团契生活，能帮助你在主里面更健康的成长。 

请电邮致 cell@riverlife.org.sg， 让我们帮助你找到适合的小组。 

网上奉献 
你可以通过以下两种网上奉献方式给予： 
1. Paynow 
 登入你的手机银行应用程序，扫描此QR码 

2.  网上银行转账 
 生命泉银行户口信息：DBS Autosave 029-902431-0 
 Bank Code: 7171 / Branch Code: 029 

祷告会   每周三晚8点   

以Zoom 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 
 

鼓励大家来参加周三晚祷告会, 预备心来寻求神的心意, 并祷
告神的国降临! 
 

想参加线上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们，请联络我们的组长或电邮
至office@riverlife.org.sg。 



报告事项： 

2021年 筑坛祷告计划   
 

在2021年，我们邀请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响应筑坛祷告。以下是我们为大
家准备的两个层面，两者可以双管齐下。  
 
一、 个人 – 一年读完圣经一遍【读经表】 
  
请到 https://www.riverlife.org.sg/chinese-ministry 下载读经表。 
 
读经时，可以思考两个问题：  
【问题一】在所读的经文中，你看到神的什么属性，使你可以称颂赞美祂？  
【问题二】在所读的经文中，你看到自己有那些方面需要认罪悔改和做改变的？  

二、 家庭 – 每周一次有【家庭祭坛时间】  
 
请到 https://transformation.sg/ 下载。 
 
每周，你只要和家人一起约定适合的时间地点 
聚集，然后按照材料上的模式进行（敬拜时间， 
读经和学会应用神的话语以及彼此祝福）。 
 
 



【重建家庭】系列（1）：幸福人生 从家开始  

讲员: 林秀姿牧师 
 

一、打好正确的根基（诗篇127:1-2) 

 

 

 

 

二、培育上帝的产业（诗篇127:3-5) 

 

 

 

 

三、选择敬畏耶和华（诗篇128:1-4) 

 
 
 
 
 

四、享受与儿孙同堂（诗篇128:5-6） 

讲道大纲： 



 

1. 建立家庭，根基是很重要的。思考是谁坐在我家和我生命的宝座上？这对我
和我的家庭有什么影响？ 

2. 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环境背景，但因着基督的救赎和真理，我对
孩子的教养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与做法？ 

思考与讨论问题： 

小组祷告指引： 

                                                                                                 
为了随时保持教会资料的更新, 若您最近
更新了个人资料, 如手机, 家庭住址, 电邮
和婚姻状况等, 请及时通知同工。你可以
将最新的个人资料电邮至
dpo@riverlife.org.sg。  

6 Loyang Besar Close, S509026   Tel: 65114111 (office@riverlife.org.sg)                    

www.riverlife.org.sg    FB: riverlifechurchsg / rlcchinese 

个人资料更新                                                                                                          联络我们                                                                                                       

若想要了解更多或联系中文部团队，  
你可以电邮至
office@riverlife.org.sg。 

 

1. 回应主日信息：求主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家之主。求主帮助我
们在凡事上都选择敬畏主，遵行主的道，以致我和我家都要事奉耶和华，得
享上帝所赐的福。 

2. 为新加披的疫情祷告：求主保守新加坡不受冠状病毒的影响，并医治所有的
确诊患者。求主赐给政府属天的智慧和远见，能制定出有效的决策遏止病毒
的传播。求主保护所有的前线人员，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有智慧，勇气和
力量对抗病毒。 

3. 为世界各地的疫情祷告：求主翻转整个世界疫情的局势，让冠状病毒能够有
效的被消灭。特别为国家正在面临政治动荡的国家祷告，求主赐下属天平
安，稳定国家的局势，保护所有的人民不受艰苦，供应给他们足够的疫苗和
医疗资源。 


